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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2016 年要事回顾 

来自合同合规部副总裁的信  
 
2016 年，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强制实施适用的合同和政策上，通过协作的方式
积极地解决不合规问题，并扩大和发展了合规方面的外展活动。 
 
2016 年，我们授权了大约 425 个新通用顶级域，另外有 12 家机构签署了《注册管
理机构协议》(RA) 但尚未授权，我们还认证了约 950 家新的 ICANN 注册服务机构。
合同合规部的管理范围从 2015 年的 1,169 个通用顶级域和 2,100 家注册服务机构，
扩大到 2016 年的约 1,215 个通用顶级域和 2,946 家注册服务机构。合同合规团队对
意向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包括那些宣称与注册服务机构或其他注册管理机构交叉持
股的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执行了超过 425 次合规性检查；还对注册服务机构执行了
约 1,119 次与合同续约或新合同有关的合规性检查，2015 年的数据是 725 次。我们
进行合规性检查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在签署合同前附属机构符合相关规定。  
 
与 2015 年相比，2016 年的投诉量大约下降了 6%，其中的差别主要在于涉及费用、
经销商协议、WHOIS 服务水平协议 (SLA) 和转让的相关投诉数量减少。2016 年，合
同合规团队在受理了 45,386 起投诉之外，还主动监控了多项审核，举办了多种外
展活动，并完成了若干持续改进工作。下面的各个部分详细介绍了我们的具体工作。 
 

                                                 
1 本最新资讯文件仅供参考。请勿以本最新资讯文件中所含信息为依据作出结论或商业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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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的审核工作重点在于《2013 年注册服务机构认证协议》(RAA) 和新的《注
册管理机构协议》。2016 年的审核范围包括 123 家注册服务机构和 10 家注册管理
机构。列入审核范围的所有注册服务机构和 80% 的注册管理机构都必须实施一些
修正措施，方能合规。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审核范围内的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
理机构均达到 100% 合规（审核报告显示为零缺陷）。2016 年，审核团队审阅了来
自 29 个国家/地区 14 种语言的 8,500 多份文件。截至 2016 年年底，新的《注册管
理机构协议》审核工作已覆盖 32 家注册管理机构服务提供商（共计 44 家）。由于
注册管理机构服务提供商要为多家注册管理机构提供服务，因此，这项工作至关重
要。 
 
2016 年的员工成长发展工作包括：整个团队参加 ICANN 合同合规培训、ICANN 内
部软技能培训，以及大量为获取认证或完成继续教育学分而接受的外部培训。下面
列出了一份示例清单供大家参考： 

• 业务连续性培训 - 面向审核人员的 BCLE AUD (ISO 22301) 业务连续性规划； 
• 最低持续法律教育 (MCLE) 认证，其中包括以下主题：  

o 专利、商标与版权；知识产权建议；粉丝小说/艺术的版权与商标问
题；饮料知识产权问题；知识产权与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案 (ADR)；商
标伦理；顶级知识产权与技术关注；开源软件；  

o 美国知识产权法协会 2016 年仲冬学会“Enforcing IP From Creation to 
Monetization and Litigation”（强制实施知识产权 － 从诞生到实现货
币化及诉讼体制）； 

• 合规与伦理专业人士 - 国际（CCEP-I 认证） 
• DiploFoundation - 互联网治理简介；  
• 有关对话的关键性培训，以掌握如何达成协调一致的相关技能；  
• 有关问责制的关键性培训，以此来加强问责制，提高绩效并确保问责制的贯

彻执行。 
 
我们已于 2017 年 1 月 4 日通过 https://www.icann.org/news/announcement-2017-
01-04-en 宣布，杰米·赫德兰 (Jamie Hedlund) 将接替艾伦·葛洛根 (Allen Grogan) 
的职务，成为新一任合同合规和消费者保护部门高级副总裁。很高兴杰米能加入这
个团队，我希望艾伦一切顺利，并欢迎杰米就任新岗位。  
  
此致  
玛琪·塞拉德 (Maguy Serad) 
 
 
 
 
 
 
 

https://www.icann.org/news/announcement-2017-01-04-en
https://www.icann.org/news/announcement-2017-01-04-en


 
合同合规部 | 2016 年度报告          3 

 
 
财务概况 
合同合规部 2017 财年预算增加了 4.2%，达到 480 万美元。这些资金用于支付员工

工资、合同合规审核和差旅费用。共享服务部门的支持费用增加了 5.5%，达到 260 
万美元。 
 

 
 
有关 ICANN 2017 财年预算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www.icann.org/en/about/financials。链接 
https://features.icann.org/plan/objective/b3bbd215cfb9b0e7a1215ab83aa79367 中讲

述的资产组合管理体系提供了有关合同合规资产组合以及相互支持项目的更多信息。  
 
下面是合同合规部 2017 财年预算的高级细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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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cann.org/en/about/finan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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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会议和外展活动 
2016 年，合同合规团队参加了 ICANN 第 55 届、56 届和 57 届国际大会。在 ICANN 
第 55 届和 57 届会议上，合同合规团队提供了最新的合同合规计划资讯，并与注册

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召开了非公开会议。此外，合同合规团队还加入了其他利

益相关方团体，与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运行机构举行了面对面会议，并参加了

多次会议和讨论。  
 
合同合规团队与全球域名分部 (GDD)、全球利益相关方合作 (GSE)，以及注册服务

机构服务团队共同合作，举办了大量外展活动。请参阅我们的外展活动网页，以了

解更多详细信息：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compliance/outreach  
 
合同合规在线学习 
ICANN 发布了两个额外的信息图表，一个是关于转让投诉，另一个是关于 WHOIS 
信息错误投诉；其目的在于加强社群对这两个投诉量最高领域的合规主题的认识和

了解。ICANN 的沟通团队针对不同的语言和国家/地区，向目标受众发起了一项全

球性活动。这项活动为期一周，得到的结果是两个信息图表的点击率总计达到 
83,454 次。请访问以下合同合规网站进行查看：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compliance-2012-02-25-en  
 
改进和活动 
2016 年，合同合规部参与了有关“实施 ICANN 即将采用的系统企业解决方案”的

需求征集和制定工作，该解决方案最终有望包含合同合规问题跟踪系统。  
 
我们在 2016 年取得的一些进展包括：系统更新、衡量标准与沟通的澄清和细化。

下面列出了摘要信息，附录 A 提供了相关列表。 
 
• 实现了自动化功能，允许投诉处理系统接受注册管理机构服务水平协议 (SLA) 

技术提醒，并生成半自动化合规通知 
• 实现了自动化功能，允许投诉处理系统根据数据托管提供商 Iron Mountain 关于

注册服务机构数据托管寄存丢失或无效的报告，生成投诉 
• 更新了 icann.org 和统一问题跟踪系统，以便同域名转让政策（以前称为“注册

服务机构域名转让政策”）的变更相吻合 
• 更新了公告板定义页面 
• 更新了月度公告板，以包含有关 WHOIS 准确度报告体系 (ARS) 投诉的报告，以

及按照单独提交和批量提交显示的 WHOIS 信息错误细分数据。请访问下面 URL 
中月度公告板的“绩效考核和报告”页面：

https://features.icann.org/compliance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compliance/outreach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compliance-2012-02-25-en
https://features.icann.org/compliance


 
合同合规部 | 2016 年度报告          5 

 
2016 年度绩效考核 
ICANN 合同合规部对工作的效率和效果进行了考核。效率是指“把事情做对”。效

率考核涉及处理事务的周期时间、响应时间，以及其他考核中的积压工作和人员利

用率。效果是指“做正确的事”。效果考核涉及根据合同和达成共识的政策所开展

的工作、取得的成就或解决方案、服务质量和满意度调查。 
 
请参阅位于链接 https://features.icann.org/compliance 中的“ICANN 合同合规绩效

报告”页面。它通过月度公告板和报告，为社群提供了有关合规活动的信息，且每

次提供为期 13 个月的轮转信息 。    
 
下页的图表概要介绍了 2016 年的绩效情况，其中有些图表还包括与 2015 年绩效的

对比。  
 

https://features.icann.org/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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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合同合规部注册服务机构计划摘要 

2016 年，合同合规团队将工作重点放在了与注册服务机构举办外展活动、主动监

控和进行有针对性的审核，以此来提高对《2013 年注册服务机构认证协议》(RAA) 
的遵守。其中的一些工作包括：  
 
1) 第 3 次通知持续改进外展活动，通过减少或消除第 3 次通知数量来提高注册服

务机构的合规性。第 3 次通知是发出违规通知之前的最后阶段。合同合规团队

针对不同区域的多个注册服务机构进行了试点。范围内的大部分注册服务机构

都在这次外展活动中与 ICANN 进行了合作。参与者的反馈十分积极，初步发现

第 3 次通知数量有所减少，某些注册服务机构没有出现第 3 次通知的情况。  
 
2) WHOIS 验证审核外展活动，这项活动的重点是在 APAC 地区，目的是为了确保

遵守 2013 RAA 的要求以确认和验证 WHOIS 信息。无法证明初始合规性的注册

服务机构与合同合规团队进行了合作，对系统和流程进行了更新以确保未来 
合规。  

 
3) 审核修正验证审阅，确保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存在修正问题的合同

方持续合规。审核已确认合同方持续合规。  
 
2016 年，合同合规团队继续参与了 WHOIS 准确度报告体系 (ARS) 计划。WHOIS ARS 
是一个反复评估 WHOIS 准确度并公开报告评估结果的框架。合同合规团队收到了

有关 WHOIS 信息错误和 WHOIS 格式问题的投诉，这些问题已经在 WHOIS ARS 第 2 
阶段第 1-3 周期内得到确认。WHOIS 信息错误投诉是以单独 WHOIS 信息错误投诉

来处理的，WHOIS 格式数据则是用来选择注册服务机构以进行有针对性的外展活

动。有关 WHOIS ARS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链接中的 WHOIS ARS 第 2 阶段报告：

https://whois.icann.org/en/whois-ars-phase-2-reporting。  
 
2016 年最常见的问题  
下面列出了 ICANN 已解决的，与注册服务机构合规性有关的最常见问题。  
 
1.WHOIS 信息错误：  

• 注册服务机构未能按照 2013 RAA 的 WHOIS 准确度项目规范 (WAPS) 验证或确

认 WHOIS 信息。  
• 注册服务机构不能区分 WAPS 中使用的术语“确认”（意思是确认或更正）

和“验证”（意思是确保数据符合标准）。  
• 注册服务机构让经销商确认域名 WHOIS 信息的准确性（涉及 ICANN 所收到

的投诉），而不是提供来自注册人的确认。  
• 注册服务机构没有为 WHOIS 信息更新或更改提供支持文档。  
• 注册服务机构未能在收到 WHOIS 信息错误投诉后的十五 (15) 天内暂停域名，

并且注册域名持有者也未能按照 WAPS 的要求进行响应。  

https://whois.icann.org/en/whois-ars-phase-2-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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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HOIS 格式：  

• 注册服务机构未能按照 2013 RAA 的《注册数据目录服务 (WHOIS) 规范》、

《附加 WHOIS 信息政策》(AWIP) 和公告中要求的格式显示 WHOIS 数据：

《注册管理机构协议》相关说明和针对适用注册数据目录服务 (WHOIS) 规范

的《2013 年注册服务机构认证协议》(RAA) 相关说明。  
• 注册服务机构未能按照 2013 RAA 或相关标准要求的语法显示 WHOIS 数据。  

 
3.滥用：  

• 注册服务机构没有采取合理和及时的措施来适当地响应滥用报告，至少应要

求注册服务机构将有效的投诉转发给注册人。  
• 2013 RAA 没有要求注册服务机构针对有效的滥用投诉而停用所涉及的每 

个域。 
• 执法部门在其管辖范围（根据 2013 RAA 第 3.18.2 节的规定）之外，提出针

对注册服务机构的投诉。  
• 报告人向 ICANN 提交投诉，但事先没有将涉嫌滥用的情况报告给注册服务

机构。  
 
4.域名转让政策：  

• 迁出注册服务机构向联系人提供 AuthInfo 代码，而不是向注册域名持有者

提供。 
• 注册服务机构使用了不符合域名转让政策的授权表单，或者将表单发给错误

的联系人。  
• 注册服务机构要求注册域名持有者采取其他措施来申请转让的 AuthInfo 代

码，但该方式比更改域名服务器信息所需执行的步骤严格得多。  
• 注册服务机构未能按照要求提供 AuthInfo 代码，或者允许注册域名持有者

通过控制面板获得 AuthInfo 代码。 
 
5.续期/赎回、过期域名删除政策 (EDDP)、注册到期恢复政策 (ERRP)：  

• 注册服务机构依赖他们的经销商代表他们发送续期通知，不能确保通知真正

送达且副本得以维护。  
• 注册服务机构不遵守 ERRP 提供的 Web 发布义务。  
• 注册服务机构没有按照 ERRP 的要求，在删除之前中断 DNS 解析路径。  
• 注册服务机构在域名过期当天将过期注册人 (RAE) 的域名改为自己的附属公

司或经销商，却没有向 RAE 提供有关过期和续订服务期限的明确信息。 
• 注册服务机构未向公共 WHOIS 中列出的注册人或管理联系人发送续订通知。  

 
6.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 (UDRP)：  

• 注册服务机构没有维持诉讼程序中涉及的域名的现状，结果导致这些域名转

让给其他注册服务机构或注册人，或造成域名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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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服务机构在收到来自 UDRP 提供商的 UDRP 投诉后的两个工作日内，没

有锁定 UDRP 涉及的域名。  
• 注册服务机构在收到来自 UDRP 提供商的验证请求后的两个工作日内，没有

提供所需的信息。  
 
7.数据托管： 

• 注册服务机构未按照 ICANN 指定的计划托管数据。 
• 对于利用隐私或代理服务的域，签署了 2013 RAA 的注册服务机构未能托管

公共 WHOIS 数据和潜在客户信息。 
• 注册服务机构未能托管所管理范围内的全部通用顶级域的数据。  

 
8.其他相关的域名注册问题：  

• 注册服务机构未能按照 RAA 的要求维护记录，无法确保经销商维护记录，

从而无法在请求时提供这些记录。  
• 注册服务机构无法向 ICANN 提供他们声称发送给注册人的通信副本。  

 
参与 ICANN 跨职能工作和政策制定流程 
 
2016 年，合同合规部还帮助完成了多项与注册服务机构有关的跨职能工作，其中

涉及以下团队的工作：WHOIS 准确度报告体系团队、隐私/代理服务认证实施审核

小组、详尽 WHOIS 的实施，以及联系信息翻译与音译政策制定流程实施审核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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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合同合规部注册管理机构计划摘要 

2016 年，合同合规部与新通用顶级域计划的持续发展齐头并进，其中包括授权了

大约  345 个新通用顶级域  - 请参阅  https://newgtlds.icann.org/en/program-
status/delegated-strings。 
 
2016 年，合同合规部就“新通用顶级域是否符合年度认证要求”这项工作，开展

了年度审核，并通过处理来自外部投诉、内部监控，以及公共信息审核期间遇到的

各类事务，继续监控注册管理机构协议和相关政策的整体合规性。  
 
对于那些已在 2016 年生效的注册管理机构相关政策，我们已经准备就绪并实施了

针对以下内容的合规性监控： 
 
• 《附加 WHOIS 信息政策》（2016 年 1 月）； 
• 公告：对于适用的注册数据目录服务 (WHOIS) 规范，澄清《注册管理机构协议》

和《2013 年注册服务机构认证协议》（2016 年 1 月）； 
• 通用顶级域注册管理机构公告：更正不合规的 ROID（2016 年 1 月）；以及 
• 实施“字母/字母”型双字符 ASCII 标签措施，以避免与相应国家/地区代码发生

混淆，同时授权发布这些标签（2016 年 12 月）。 
 
2016 年 5 月，ICANN 还实施了用于监控通信工作的自动《服务水平协议》(SLA)。
自实施该协议以来，SLA 中断在 2016 年触发了大约 45 次的自动合规通信系统。 
 
第三方域文件访问投诉和数据托管存储仍然是合同合规部在 2016 年进行的两个数

量最大的注册管理机构处理领域。合同合规部在 2016 年还收到了第一个根据公益

承诺争议解决政策提出的有效投诉，并发布了第一个针对新通用顶级域注册管理运

行机构的强制实施通知。请参阅 https://features.icann.org/compliance，以查看更

新的合同合规部报告，并请参阅 https://www.icann.org/compliance/notices，了解

合同合规部发出的通知。 
 
2016 年最常见的问题 
下面列出了 ICANN 已解决的，与注册管理机构合规性有关的最常见问题： 
 
1. 第三方通过集中化域资料服务访问域文件 

•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未响应域文件访问请求 
•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因注册管理机构协议不允许而拒绝或撤销访问 

 
2. 每日数据托管存储 

• 数据托管代理未能将托管存储的每日通知发给 ICANN 
•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未能将托管存储的每日通知发给 ICANN 
•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未能生成有效的数据托管存储 

https://newgtlds.icann.org/en/program-status/delegated-strings
https://newgtlds.icann.org/en/program-status/delegated-strings
https://features.icann.org/compliance
https://www.icann.org/compliance/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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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未能及时生成初始托管存储 
 
3. 每月报告 

•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未提交所要求的月度报告 
 
4. 服务水平协议 

•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未能根据注册管理机构协议中有关服务可用性和性能的规

定，达到所需的服务水平协议要求 
 
参与 ICANN 跨职能工作和政策制定流程 
 
2016 年，合同合规部还帮助完成了多项跨职能工作，其中包括为其他团队提供涉

及以下内容的意见和建议：规范 11 的草案、第 3b 节公告、与服务控制权变更有关

的要求、实质性分包安排请求，以及注册管理机构与注册服务机构之间协议的修订。 
 
合同合规部还将继续跟踪所提议的修订基本新通用顶级域 (gTLD) 注册管理机构协

议的进展状况，并跟踪所提议的修订《注册管理机构注册数据目录服务一致性标签

和显示政策》的进展状况，其中包括实施《注册数据访问协议通用顶级域篇》。  
 
此外，合同合规部还参与或跟踪了多项与注册管理机构相关的政策工作和工作组，

其中包括实施详尽 WHOIS、保护所有通用顶级域中的 IGO 和 INGO 标识符、IGO-
INGO 获取有效权利保护机制、竞争、消费者信任和消费者选择指标报告，权利保

护机制审核，新通用顶级域后续程序，以及合同信息的翻译和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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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合同合规部风险和审核计划摘要 

2016 年，ICANN 审阅了审核计划和测试目标，并根据以往审核的教训及收到的投

诉，对审核计划和测试目标进行了更新。  
审核计划位于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audits-2012-02-25-en。 
 
ICANN 注册服务机构审核项目 
 
截至 2016 年 5 月底，ICANN 已完成了 2015 年 9 月启动的审核工作。这轮审核工作

共计审核了 67 家注册服务机构。其中，39 家注册服务机构收到了内容为“无缺陷”

的审核报告；1 家注册服务机构的认证资格在审核期间被终止，另外还免除了 1 家
注册服务机构的审核请求。26 家注册服务机构收到了列有缺陷的审核报告，并在

随后实施了必要的更改，以防未来再次出现不合规情况。若要了解已发布的审核报

告，请参阅以下链接：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compliance-
registrar-audit-report-2015-06jul16-en.pdf 

2016 年 5 月，ICANN 针对 15 家注册服务机构启动了另一轮 2013 RAA 审核工作。这

轮审核工作已于 2016 年 10 月结束。在初步审核报告中，这 15 家注册服务机构全

部存在缺陷；其中有 5 家注册服务机构在修正阶段解决了存在的缺陷；10 家注册

服务机构已实施了必要的更改，以防未来再次出现不合规情况，并将要求 ICANN 
进行后续审核（即，部分重新审核），以验证剩余的缺陷是否已得到修正。若要了

解已发布的审核报告，请参阅以下链接：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compliance-registrar-audit-report-2016-
16nov16-en.pdf 
 
最新于 2016 年 10 月 4 日启动的注册服务机构审核轮次现已进入审核阶段。有 54 
家注册服务机构收到了信息征询通知，需要参加审核。在这 54 家注册服务机构中，

有 45 家被选为要进行全面审核，还有 9 家来自此前的审核轮次且需要接受部分重

新审核，以此来确认他们在此前审核轮次后实施的修正效果。有 1 家注册服务机构

尚未对审核请求做出响应，其认证已被终止。我们计划在 2017 年 1 月，向接受审

核的对象提供初步审核报告。 
 
若要了解 2013 RAA 审核计划，请访问下面的链接：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audit-plan-2013-raa-31mar16-en.pdf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audits-2012-02-25-en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compliance-registrar-audit-report-2015-06jul16-en.pdf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compliance-registrar-audit-report-2015-06jul16-en.pdf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compliance-registrar-audit-report-2016-16nov16-en.pdf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compliance-registrar-audit-report-2016-16nov16-en.pdf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audit-plan-2013-raa-31mar16-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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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注册管理机构审核计划 
 
2016 年，ICANN 启动了另一轮新通用顶级域注册管理机构协议审核。这轮审核工

作在 2016 年 1 月 27 日启动，于 2016 年 6 月 20 日结束。此轮审核选择了 10 家新通

用顶级域注册管理机构。  
 
2 家注册管理机构已完成审核，且没有任何缺陷。6 家注册管理机构已完成审核，

并在修正期间解决了缺陷之处；剩余 2 家注册管理机构完成了修正，并将在未来的

审核轮次中重新接受测试，以验证在确定的领域是否合规。 
 
要获取发布的报告，请参阅以下链接：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contractual-compliance-ra-audit-report-
2016-12jul16-en.pdf 
 
 
注册服务机构数据托管审核工作 
 
截至 2016 年年底，ICANN 总计批准了 8 家数据托管提供商。具体的名单信息，请

访问以下链接：https://newgtlds.icann.org/en/applicants/data-escrow。2016 年，

ICANN 与 ICANN 注册服务机构向其存储数据的数据托管提供商合作，其目的在于测

试注册服务机构是否履行了其数据托管义务，并在所有 ICANN 批准的数据托管提

供商中建立一致的方法。  
 
ICANN 还启动了主动监控，以衡量注册服务机构数据托管存储的完整性，其中包括

按照每个注册服务机构的管理范围，存储所有通用顶级域。这项工作仅限于向 Iron 
Mountain 存储数据的注册服务机构，占全部注册服务机构的 98%。 
 
2016 年，ICANN 继续监控注册服务机构的数据托管存储，并与所批准的数据托管

代理 (DEA) 合作，以确保按照计划和相关规范完成了要求的存储。 
 
2016 年，ICANN 要求对 194 家收到第 3 次通知或收到违规通知的注册服务机构进行

数据托管存储审核，此外，还要求对另外 200 家此前从未接受过存储审核的注册服

务机构进行审核。在这 394 家注册服务机构中，约有一半注册服务机构的数据托管

存储存在问题，大部分问题都与缺失使用隐私和代理服务的域信息所导致的存储不

完整有关。所有问题都进行了修正，并接受了重新测试。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contractual-compliance-ra-audit-report-2016-12jul16-en.pdf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contractual-compliance-ra-audit-report-2016-12jul16-en.pdf
https://newgtlds.icann.org/en/applicants/data-esc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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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附录 

附录 A 
 
下面列举了为支持合同合规活动和提高系统影响所采取的措施： 
 
• 更新了模板，以反映近期生效的政策（增加了 WHOIS 信息政策和 WHOIS 相关

说明） 
• 实现了自动化功能，允许投诉处理系统接受注册管理机构服务水平协议技术提

醒（包括半自动化合规通知） 
• 接受注册管理机构服务水平协议技术提醒，并创建半自动化合规通知 
• 更新了模板，以反映近期生效的政策（增加了 WHOIS 信息政策和 WHOIS 相关

说明）  
• 更新了合规系统，允许使用 WHOIS 准确度报告体系 (ARS) 导入实用工具，从而

基于更新后的 WHOIS ARS 报告格式创建合规投诉单  
• 实现了自动化功能，允许投诉处理系统根据数据托管提供商的注册服务机构数

据托管存储丢失或无效报告生成投诉  
• 更新了主题标题，使其与自动结案和系统确认通知的格式保持一致  
• 通过更新，修复了一个错误，如今可在特定转让投诉类型的自动结案通知中填

充正确的解决代码文本  
• 通过更新，删除了一个流程步骤，当完成系统 WHOIS 信息错误验证并关闭投诉

单后，不再发送注册服务机构结案通知 
• 向位于 icann.org 的“合同合规”页面添加了更多内容，概要介绍与合同义务相

关的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运行机构。  
 
 

附录 B  
 
正式通知原因 - 2016 年  
 
2009 年注册服务机构认证协议 (RAA) 
• 维护并提供沟通记录 (RAA 3.4.2/3) 
• 托管注册数据 (RAA 3.6) 
• 在网站上发布自动续期和删除政策 (RAA 3.7.5.5) 
• 回应审核结果 (RAA 3.14) 
• 提供指向 ICANN 的注册人权利和责任网站的链接 (RAA 3.15) 
• 在网站上显示正确的 ICANN 徽标（RAA 徽标许可附录） 
 
2013 年注册服务机构认证协议 (RAA)  
• 提供 WHOIS 服务 (RAA 3.3.1) 
• 调查并更正与 WHOIS 信息错误有关的信息 (RAA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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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网站上发布指向注册人利益与责任规范的链接 (RAA 3.7.10) 
• 符合 UDRP (RAA 3.8) 
• 支付授权认证费用 (RAA 3.9) 
• 向 ICANN 提供文件和信息 (RAA 3.15) 
• 完成并提供合规证书 (RAA 3.15) 
• 显示指向 ICANN 注册人教育培训信息的链接 (RAA 3.16) 
• 在网站上发布《注册服务机构信息规范》规定的信息 (RAA 3.17) 
• 在网站上发布通信地址（RAA 3.17 和 RIS 7） 
• 维护并提供《注册服务机构信息规范》中规定的信息（RAA 3.17 和 RIS 8、 

9、13） 
• 在网站上发布高级职员的姓名和职位（RAA 3.17 和 RIS 17） 
• 在网站上发布最高总部（RAA 3.17 和 RIS 22） 
• 在网站上发布提交滥用报告的电子邮件地址 (RAA 3.18.1) 
• 维护并提供与滥用报告相关的记录 (RAA 3.18.3) 
• 在网站上发布关于接收和跟踪滥用报告的程序的说明 (RAA 3.18.3) 
• 验证并确认 WHOIS 联系信息（RAA-WAPS 1、2、4） 
• 以规定的响应格式提供域名数据 (RAA-RDDS 1.4) 
• 禁止将 ICANN 徽标转授给任何其他方使用（RAA 徽标许可规范） 
• 在网站上显示正确的 ICANN 徽标（RAA 徽标许可规范） 
• 显示续期/赎回费用 (ERRP 4.1) 
• 显示用于提供到期前和到期后通知的方法 (ERRP 4.2) 
 
新通用顶级域注册管理机构协议 (RA)  
• 支付逾期费用（RA 第 6 条） 
• 在主要网站上发布 ICANN 指定的、且包含 WHOIS 政策和教学材料的网页链接

（RA 规范 4，第 1.11 节） 
• 在网站上发布 DNSSEC 实践准则 (DPS)（RA 规范 6，第 1.3 节） 
• 在网站上发布滥用联系数据详细信息（RA 规范 6，第 4.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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